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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红色大门被推开了。
颤抖的脚尖轻轻试探后，徐恩乐的

身体重量才落下来，右手中细长的白色
盲杖在褐色木地板上发出清脆响声，她
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电影开始了，徐恩乐不敢离座。一
旦起身离开，思路就会中断，返回时就
不明白电影在讲述什么。“就算想上洗手
间，我也会忍到最后。”

一个非正规的电影院，放的一次
“非正规”电影。“观看”者，都是盲人。

“盲人电影院”是香港盲人辅导会的
一个小礼堂。礼堂里，80 把橘色折叠椅
整齐排列，一块白色大幕布悬挂在小舞
台中央。

身穿粉色衬衫的口述影像员赖子全
就坐在礼堂正后方。

明暗交替的光影里，他的身影渐渐
被吞没，但他的声音却在电影的声道里
回荡。

131分钟，50多个小时

“口述要在短短几秒钟的无对白间隙
内恰到好处地完成。”处于半退休状态的
赖子全，曾是位意气风发的风险投资
人，如今志愿兼职香港盲人辅导会的口
述影像员。

电影《无双》时长约131分钟，赖子
全细分为 20 个片段，从练习到彩排，需
要50多个小时。

“我不记得看过多少遍电影，修改过
多少次口述稿。”

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2015 年公布
的“残疾人士及长期病患者”报告书显
示，香港目前有 17.5 万人有视觉困难

（视障），占总人口的 2.4%。香港盲人辅
导会成立于 1956 年，致力于为香港视障
人士提供服务。其中包括口述影像员，
他们将影像转化为言语，协助视障人士
理解视觉信息。

2014 年，经过近半年的培训，赖子
全用广东话口述了第一部电影 《圣诞玫
瑰》。当时，他用余光悄悄观察视障人士
们，思索他们是哭还是笑。

成为口述影像员的第一天，赖子全
被告知口述时不能夹杂太多情感。有一
次彩排，他讲述得声情并茂，结果被口
述影像顾问狠狠数落了一顿。

还有一次口述恐怖电影《迷离夜》时，
赖子全故意压低声音。电影结束后，一位

视障人士对他说，“你的声音不清楚”。为
此，他报名参加了语言技巧课程。

“电影 《无双》 获奖无数，导演庄
文强，电影讲述犯罪天才‘画家’与
造假天才李问联手造出超级伪钞的故
事……”赖子全彩排了两三次，为了
寻 找 可 能 漏 掉 的 细 节 ， 他 会 闭 上 眼
睛，静静听电影。

“电影开始。无声画面，领衔主演周
润发。用鱼骨当画笔粘起颜料，在画纸
上勾画出精细的花纹。领衔主演郭富
城，走廊对面囚室一个本地老囚犯盯
着。字幕：张静初、梁文娟。”

赖子全就像“声音魔法师”。他写了
几十张口述稿，但最终只留了7张。口述
稿总会修改到最后一刻，但他不想背熟。

口述稿上，当电影对白“有无兴趣
玩呀”出现，半秒之内他口述道：李问
靠近，看看众人，拿出钱包。

寻着声音，重回影像世界

开场前，赖子全问：“谁是第一次听
口述影像”？人群中零零星星举起了几只
手，在场的视障人士大都是“盲人电影
院”的常客。

2009 年，香港盲人辅导会首次举办
口述影像活动，填补了香港口述影像服
务的空白。

“盲人电影院”位于深水埗南昌街的
十字路口，到达大门口需要经过两个红
绿灯，徐恩乐早早把白色盲杖折叠起来
放入包中。听了近 30 部口述电影，她已
熟门熟路。

2006 年 ， 徐 恩 乐 查 出 “ 视 网 膜 病
变”，仅剩一成视力。“走到哪儿都免不
了磕磕碰碰，起初是路边的栏杆、消防
水龙头，后来连婴儿车也会撞到。”

小时候，她喜欢坐在母亲身旁一起
看电影。长大后，电影院仿佛是第二个
家 。“ 感 觉 生 活 一 下 子 失 去 了 很 多 色
彩。”整整6年，徐恩乐没有踏入电影院。

6年后，偶然得知香港盲人辅导会将
举办一场 《三傻大闹宝莱坞》 口述电影
活动。“听说是专门讲给视障人士听的，
我可以重新‘看’电影了？”

“感觉回到了以前看电影的地方！口
述影像员讲得很生动细致，电影里有三
个主角，他们衣服的颜色，他们互相追
逐的场景，我都能想象到。”

第一次听口述电影，徐恩乐的脑海

中久违地浮现了彩色的画面。
但电影里回忆过去的部分是最难反

应过来的。尽管赖子全尽力描述细节，
但没有画面的辅助，每当情节倒叙或剧
情反转时，不少视障人士都晕头转向。

林颖芝急坏了。“我不清楚电影最后
发生了什么！”林颖芝听过20多部口述电
影，每听完一部电影，她总有很多疑问。

电影结束了，徐恩乐和带着白色导
盲犬的林颖芝叫住赖子全，她们有一个
疑问：谁是真正的“画家”？

赖子全解释：“‘画家’是郭富城饰演
的李问虚构出来的，李问才是‘画家’。”

徐恩乐和林颖芝恍然大悟。

口述影像，现身香港影院

徐恩乐每次戴上耳机听完电影，她
和朋友们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足够回味
好几天。

2018 年，香港两间电影院开始提供
口述影像设备。视障人士可以坐在真正
的电影院里，戴上耳机接收口述影像的
描述。

更幸运的是，部分电影光盘也录制
了口述影像声道，视障人士可以选择不
同语言：普通话、英语、广东话。徐恩
乐买了好几张电影光盘，有文艺片、悬
疑片。

自 2009 年以来，香港盲人辅导会举
办超过300场电影欣赏会，参加总人数近
1.8万人。此外，香港盲人辅导会已为 17

张电影光盘录制口述影像声道。
起初，香港并没有真正的“口述影

像”。一些口才好的广播人或者电台主
持人受邀到香港盲人辅导会为视障人士
讲电影。那时候，他们一边看着电影，
一边拿着剧本解读，有时还会讲得天花
乱坠。

2010 年开始，香港盲人辅导会每月
播放两部口述电影。2011 年，香港盲人
辅导会开办工作坊，培训了香港首批口
述影像员，目前活跃于电影屏幕前的约
有30位。

“口述影像员要客观描述电影，我们
只能在没有对白的地方插入口述旁白，
不能与电影对白重叠，否则会影响视障
人士理解。”赖子全说。

口述影像的电影片源才是难题。只
有部分电影有录制口述声道，提供口述
影像设备的电影院还是很少。

如今，香港已有多家非营利机构提
供口述影像服务，但香港口述影像服务
尚属起步阶段，仍无相应法例，社会对
口述影像也认知不足。此外，口述电影
的放映需要得到电影发行方的许可，如
果电影发行方迟迟未回复，口述影像员
可能要等上数月。

电影散场了，一位拄着白色盲杖的
长者，抓着志愿者的手臂，摸索着走到
赖子全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感
谢您”！

年近六旬的赖子全笑得跟孩子一样。
（据新华社电）

香港“盲人电影院”：让心“看见”
洪雪华

在台北，经常听到“古早”这个词，尤其常和吃的
连在一起：古早味豆花、古早味蛋糕、古早肉卷、古早
面线……许多食物都可以加上古早一词。

那它到底是什么味道？朋友建议我去艋舺转转。
艋舺，是指龙山寺周边一带，现在叫万华区，是台北

最早开发的一片土地，台北如今的所有繁华都从这里走
来。清康熙年间，陈天章等人申请设立的“陈赖章垦号”
带领福建民众到这一带开垦拓荒。当时的当地人用一种叫
Mankah的独木舟运载番薯、茶叶等土产到这里交易，垦民
就以“艋舺”称之。

艋舺一词，因为以之命名的电影而被广为人知，这一
片的龙山寺、剥皮寮和青草巷等地也成为许多游客的“打
卡”胜地。

据说全台现有400多座龙山寺，艋舺龙山寺最负盛名，
每年游客络绎不绝，香火旺盛。早年台湾北部是一片蛮荒
瘴疠之地，当时福建人前来垦殖，要穿越风急浪大的台湾
海峡，时有翻船丧生的事故，再加上当地环境险恶，人们
总是会携带家乡庙宇香火寻求庇护。经过多年开垦发展，
艋舺地区聚落渐成，在清乾隆三年，也就是1738年，民众
迎请福建晋江县安海乡龙山寺的观世音菩萨分灵来台，兴
建艋舺龙山寺。

寺庙坐北朝南，呈回字形，由前殿、正殿、后殿及左
右护龙构成，是典型的中国古典三进四合院之宫殿式建
筑。庙宇盘龙飞凤、色彩瑰丽自不必说，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寺庙前广场上的铺面石。粗略一看，除了多了些斑驳的
裂纹，和普通的石头没什么差别，但是背后的故事着实令
人感叹：原来，这些是泉州花岗岩，是当年福建人渡海来
台时压稳船舱所用的压舱石。200多年来，经历天灾人祸，
寺庙经过多次重修，但两岸同源的香火未曾断绝，一直延
续至今。

从龙山寺出来，往东200米，就到了剥皮寮历史街区。
红色的砖墙，古朴的木材，雕花的窗棂，这里保存着完整
的清代街道风貌。吕阿昌医生宅、凤翔浴室、长寿号茶桌
仔店、秀英茶室……这些建筑和店家蕴藏着深厚的历史记
忆，呈现出朴实典雅之美。游客最青睐的取景地往往是拱
形的“亭仔脚”，也就是海南、福建等地常见的“骑楼”。
方正厚实的骑楼柱古香古韵，色彩鲜艳，立身街头，来一
张具有纵深感的照片，满满的怀旧风味，难怪许多文艺青
年都会到此拍照纪念。

要是说庙宇和街巷还难以品出古早味，那接下来的青
草巷则可以带给人久久不能忘却的甘醇。

挨着龙山寺的西昌街224巷就是青草巷，又短又窄的小巷
子里挤着10多家草药店。据说，艋舺开垦之初，医生很少，疾病
又多，许多人就是靠着青草药熬成的汤汁来抵御流行疾病，因此
这条隐藏着古老偏方的街，也被称为“救命街”。现在这里是全台
最大的青草药集散地，还未走近，就闻到草药清香。走入巷子，满
眼都是青的、黄的、灰的草药，老仙草、南非叶、吊铜钟……“消暑
去火”“通血路降血压”“排毒养颜”……店家贴心地在不同草药
前挂上名字和效用供顾客选择。虽然早已过了靠草药治病的年
代，但清凉去火的青草茶依旧是许多人在炎炎夏日中的最爱，一
杯青草茶下肚，全身烦热一扫而尽。同时，这琳琅满目的草药，也
是观光和教学的最佳现场。

艋舺一圈转下来发觉，古早味，不就是对历史的传承、对
旧时光的追忆吗？当然，台北的古早味绝不只在万华艋舺老
城，它是一座古早与现代风格融合的城市，在高楼林立之中，
信步穿进一条小巷，或许就会“闻到”古早味。

台北的“古早味”
本报记者 程 龙 文/图

台湾高雄市驳二艺术特区，前身为港口仓库，在艺术家及文化工作者的推动之下，对
其进行改建，形成了如今的知名艺术展示区。这里不仅是艺术家进行文创实验的艺术特
区，也是一个文化观光景点，将当代艺术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图为游客在驳二艺术
特区参观留影。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一项调查显示，台湾各年龄层移动支付用户
比例均呈现增长，其中26岁至35岁用户增长幅度
最大，约14.7%；该年龄段在台湾使用过移动支付
的比例也最高，达75.5%。

台湾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 （MIC） 近日发
布有关台湾移动支付用户的调查。调查显示，台
湾消费者对移动支付的认知度已高达96.6%，对支
付工具的使用偏好已产生板块迁移现象。虽然信
用卡付款仍是台湾最多数人使用的付费方式，但
目前已有 27.2%的消费者愿意优先选择移动支付，
该比例较2017年增长11.2%。

调查用户的消费频率与消费金额，曾于近3个
月内使用移动支付的“积极用户”，有 22.3%每月
平均使用超过 11 次，相较 2018 年成长 16.2%。消
费金额部分，97.5%用户的每次平均消费金额在
1000元 （新台币，下同） 以下，但是高消费的比
例有增加趋势，单次最高消费金额在 1000元以上
的用户，从2018年40.8%增长至2019年的49.2%。

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胡自立说，台湾用户已
逐渐养成品牌忠诚度，业者须持续刺激用户的使
用频率，包括加强优惠方案、安全性等。同时，
许多销售通路开始推出“自有品牌”的移动支付
服务，产生瓜分主流业者用户的现象。

该调查期间为 2019年 4月，有效样本 534份，
在95%信心水平下，抽样误差为正负4.24%。

据 《澳门日报》 报道，踏入暑假，有澳门旅
游业界指出，由于暑期澳门有不少大型活动举
行，加上港珠澳大桥效应，预计酒店入住率能达
九成以上，房价相对稳定。

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胡景光说，由于旺季房
价浮动，暑假是消费者主导巿场，除了周末及周
日，旅客可选择平日赴澳，所以酒店价格差距不
会很大。以四星酒店为例，暑假期间，平日房价
1000元 （港币，下同），周末则约2000元。

虽然团客模式有变，部分游客选择在珠海过
夜，翌日再赴澳观光，但对澳门酒店入住率并未造
成影响。胡景光解释，普通团客选择珠海过夜，澳门
酒店则有其他新客源作补充，不会有太大影响。

对于下半年整体的环境，他认为澳门旅游前
景仍然乐观，只要访澳团客量保持，没有受到限
制，相信全年旅客量能突破4000万人次。

除大型酒店，近年澳门越来越多经济型酒店
落成，照顾不同旅客需求。有经济型酒店业者
说，2019年暑假入住率达七至八成，与 2018年同
期相近，多为内地家庭客。暑假平均每晚房价为
680元，比平日的560元稍微上升。

为吸引顾客关注，有酒店推出折扣优惠，并
与不同网络酒店预订平台合作，更推出早鸟预
订，最多可享八折优惠，反应不错，成功吸引不
少旅客选购。

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胡景光说，暑假期间，
除港珠澳大桥带动，澳门还有很多活动举办，客
流会更旺，估计酒店入住率能达九成以上。

在香港盲人辅导会的小礼堂，视障人士在等待电影放映。 王 申摄 （新华社发）

台北青草巷是全台最大的青草药集散地。

台移动支付用户增幅大台移动支付用户增幅大

澳门暑期酒店入住率高

行 摄 台 湾


